新德康 LoRa 服务器 RESTful 接口说明（v1.0）
1. 简介
新 德 康 LoRa 服 务 器 的 对 外 提 供 RESTful API 接 口 （ RESTful 可 参 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presentational_state_transfer）。系统通信逻辑图如下图所示。
图 1.1 系统通信逻辑图

通过该 API 接口，客户端可以从 LoRa 服务器获取在权限范围内可以访问的应用、节点、
区域等几乎所有的数据。
RESTful 服务器地址为：
https://sindconiot.com/admin/
账号密码即登录 https://sindconiot.com 的账号密码，请向新德康公司申请。

2. 主要流程
RESTful 交互过程分为认证阶段和请求阶段两个阶段。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认证成功后，
会返回一个 JWT，该 JWT 的有效期是 24 小时，在有效期内该 JWT 可重复使用，每次客户
端 向 服 务 器 端 发 起 查 询 或 配 置 请 求 时 ， 需 要 在 http 头 部 带 上 项 为
“ Grpc-Metadata-Authorization ” 、 值 为 该 JWT 。 JWT 的 详 细 介 绍 可 参 考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SON_Web_Token。
图 2.1 RESTful 交互流程图

客户端的状态机变化建议如下：

客户端与 RESTful 服务器建立连接登录成功后，获取到 JWT，进入 Establish 状态。当
JWT 的有效期过了 3/4 时，建议重新进行认证获取新的 JWT，在认证过程中，旧的 JWT 只
要没超时，可以继续使用。如果超过有效期都没有认证成功，则重新进入初始状态。

3. 对象逻辑关系
系统中组织、应用、节点间的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一个组织对应一个公司、团体，比如新德康为 sindcon。一个组织里可能有多个应用，
比如水表、气表、电表等。每个应用里又有多个节点。在 RESTful 接口中会涉及到这几个概
念。

4. 主要接口简介
4.1 登录
客户端连接 Sindcon 数据中心的第一步是通过登录接口进行身份认证。如果认证通过，
服务器将返回 JWT，后续的查询、修改等操作，需要在 http（或 https）头部带上项为
“Grpc-Metadata-Authorization”、值为该 JWT。该 JWT 的超时时间在 JWT 中有包含，客户
端应在超时前（比如已过去 3/4 有效期）重新登录以获取新的 JWT 便于后续操作。
项
接口
body parameters

说明
POST /api/internal/login
{
"username": "string"
"password": "string",
}

请求参数说明

应答参数

username

登录用户名

password

该用户的登录密码

{
"jwt": "string"
}

应答参数说明

jwt

JWT

具

体

介

绍

请

参

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SON_Web_Token
目前 Sindcon 数据中心登录后，jwt 的有效期是 24 小时。

4.2 修改密码
该接口用于客户端请求修改密码。
项

说明

接口
body parameters

POST /api/app/password
{
"oldPassword": "string"
"newPassword": "string",
}

请求参数说明

应答参数

oldPassword

旧的密码

newPassword

新的密码

无

4.3 获取所有应用
获取该登录用户所有有权限访问的应用，从第 offset 条开始的最多 limit 条。
项
接口

说明
GET /api/applications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limit

本次最多返回多少条记录。该参数为 0 时，仅返回
“totalCount”字段以告知总共有多少条记录，并不返
回具体的应用数据

offset

本次获取的记录是从第几条开始，从 0 开始计数

organizationID

获取哪个组织里的应用。该参数为 0 时不限制组织，返
回所有有权限访问的组织里的应用

主要应答参数

{
"totalCount": "string",
"result": [
{
"id": "string",
"name": "string",
"description": "string",
"organizationID": "string",
"appType": 0
}
]
}

应答参数说明

totalCount

总共多少条条目。这里并不是指本次 result 中包含了多

少条，而是有权限访问的条目一共有多少条，返回的
result 可能比 totalCount 少，
因为 result 还受 limit 和 offset
参数限制
result

具体应用的属性参数，是一个对象数组

id

该应用的唯一标识，为一整数

name

该应用的名字

description

该应用的描述

organizationID

该应用所属的组织

appType

应用类型
0：普通 LoRa 表，比如气表、电表、水表
1：LoRa-RS485 桥
2：RS485 子表

4.4 获取节点信息
获取某个应用下的节点。
项
接口

说明
GET /api/applications/{applicationID}/nodes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applicationID

应用 ID

limit

本次最多返回多少条记录。该参数为 0 时，仅返回
“totalCount”字段以告知总共有多少条记录，并不返
回具体的节点数据

offset
主要应答参数

本次获取的记录是从第几条开始，从 0 开始计数

{
"totalCount": "string",
"result": [
{
"devEUI": "string",
"sn": "string",
"address": "string"

"meterReading": "string",
"recharge": "string",
"valve": "string",
"battery": "string",
"rssi": "string",
"snr": "string",
"lastUpdate": "string",
"softVer": "string"
}
]
}
主要应答

totalCount

参数说明

总共多少条条目。这里并不是指本次 result 中包含了多
少条，而是有权限访问的条目一共有多少条，返回的
result 可能比 totalCount 少，
因为 result 还受 limit 和 offset
参数限制

result

具体节点的属性参数，是一个对象数组

devEUI

节点的 device EUI，全局唯一

sn

节点序列号，可以指定为表体上序列号以便对应，或者
特定的编码规则参数一个序列号便于区分

address

表安装的地址

meterReading

表读数，该字段仅 appType 为 0 的应用下的节点才有效。
如果被测的是体积，单位为升；如果被测的是电量，单
位为瓦时。

recharge

预充值读数，该字段仅 appType 为 0 的应用下的节点且
带通断器的才有效。如果被测的是体积，单位为升；如
果被测的是电量，单位为瓦时。

valve

通断器的状态：
Close：阀门关闭/电闸断开
Open：阀门打开/电闸闭合

battery

电池剩余电量

rssi

最后一次 LoRa 上行时的 RSSI 值

snr

最后一次 LoRa 上行时的 SNR 值

lastUpdate

最后一次数据上报时间

softVer

节点软件版本号

4.5 获取 Modbus 子表
获取某个 RS485 子表应用下的子表节点。
项
接口

说明
GET /api/subMeter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applicationID

应用 ID

limit

本次最多返回多少条记录。该参数为 0 时，仅返回
“totalCount”字段以告知总共有多少条记录，并不返回
具体的节点数据

offset
应答参数

本次获取的记录是从第几条开始，从 0 开始计数

{
"totalCount": 0,
"subMeter": [
{
"sn": "string",
"address": "string",
"devEui": "string",
"modbusAddress": 0,
"lastUpdate": "string",
"rssi": "string",
"snr": "string",
"items": [
{
"id": 0,
"value": "string"
}
]
}
]
}

主要应答
参数说明

totalCount

总共多少条条目。这里并不是指本次 result 中包含了多少
条 ， 而 是 有 权 限 访 问的条 目 一 共 有 多 少 条， 返回 的
subMeter 可能比 totalCount 少，因为 subMeter 还受 limit

和 offset 参数限制
subMeter

具体子表节点的属性参数，是一个对象数组

sn

该子表序列号

address

安装地址

devEui

该子表挂在哪个 LoRa-RS485 子表下

modbusAddr

该子表的 Modbus 地址

ess
lastUpdate

最后一次数据上报时间

rssi

最后一次 LoRa 上行时的 RSSI 值

snr

最后一次 LoRa 上行时的 SNR 值

items

子表查询回来的数据，为对象数组

id

数据项 ID

value

数据项值

4.6 获取区域
区域指用户定义的一个地理范围，可以是国家、城市、街道、一户人家。一个区域下面
可以包含其他区域。一个区域里面可以有多个 LoRa 节点。
项
接口

说明
GET /api/dc/region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limit

本次最多返回多少条记录。该参数为 0 时，仅返回“total”
字段以告知总共有多少条记录，并不返回具体的应用数
据

offset
应答参数

本次获取的记录是从第几条开始，从 0 开始计数

{
"total": "string",
"regions": [
{
"id": "string",

"name": "string",
"parent": "string",
"latitude": 0,
"longitude": 0,
"path": "string"
}
]
}
主要应答

total

参数说明

总共多少条条目。这里并不是指本次 regions 中包含了多
少条，而是有权限访问的条目一共有多少条，返回的
regions 可能比 total 少，因为 regions 还受 limit 和 offset
参数限制

regions

具体区域的属性参数，是个对象数组

id

该区域的 id，是该区域的唯一标识

name

该区域的名字

parent

该区域的父节点 id

latitude

该区域的维度

longitude

该区域的经度

path

该区域的层级关系，比如“/23/28/29/30”，最
后一级是自己

4.7 获取区域下的 LoRa 节点
项
接口

说明
GET /api/dc/regionNode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draw

客户端填写的 64 位整数，服务器不处理该值，原值传回

regionId

区域 id

start

本次获取的记录是从第几条开始，从 0 开始计数

length

本次最多返回多少条记录。该参数为 0 时，仅返回
“recordsTotal”字段以告知总共有多少条记录，并不返

回具体的应用数据
应答参数

{
"draw": "string",
"recordsTotal": "string",
"data": [
{
"region": "string",
"devEUI": "string",
"rssi": "string",
"snr": "string",
"battery": "string",
"lastUpdate": "string"
}
]
}

主要应答

draw

请求时带的 draw 参数，原值回传。

参数说明

recordsTotal

总共多少条条目。这里并不是指本次 data 中包含了多少
条，而是有权限访问的条目一共有多少条，返回的 data
可能比 total 少，因为 regions 还受 start 和 length 参数限
制

data

具体区域的属性参数，是个对象数组

region

该节点直接所属于区域的名字

devEUI

该节点的 device EUI

rssi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行时 LoRa 信号的 RSSI 值

snr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行时 LoRa 信号的 SNR 值

battery

该节点的剩余电池电量

lastUpdate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报时间

4.8 获取某 App 账号的节点显示列表
该接口提供给手机 APP 获取本账号的 MQTT 账号以及之前手机用户添加到该账号下的
所有节点。
项
接口

说明
GET /api/app/devlist

请求参数

无

应答参数

{
"mqttPassword": "string",
"mqttUser": "string",
"result": [
{
"admin": true,
"alarm": 0,
"application": "string",
"battery": 0,
"devEUI": "string",
"devType": 0,
"lastActive": "string",
"nickname": "string",
"organization": "string",
"prepayment": 0,
"reading": 0,
"rssi": "string",
"sn": "string",
"snr": "string",
"uptime": "string",
"valve": "string",
"version": 0
}
]
}

主要应答

mqttUser

参数说明

服务器给该手机账号创建的 MQTT 账号。通过该账号
可以收到有权限接收的通知消息

mqttPassword

服务器给该手机账号创建的 MQTT 密码

result

手机用户添加到该账号下的所有节点，是一个对象数
组。

admin

对该节点是否有管理权限

alarm

报警标志位，从高位到低位分别为：
bit7: 系统重启报警
bit6: 电池电量低报警
bit5: 余额用尽报警
bit4: 防盗感应报警

bit3: 阀门关闭报警
bit2: 无法接收到下行数据
bit1-0: 保留
application

该节点所属的应用的名字

battery

该节点的剩余电池容量。仅对电池供电型的有效

devEUI

该节点的 device EUI

devType

该节点硬件类型，类型定义如下：
0：带阀控的气表
1：脉冲输入型仪表
2：水表
3：RS485 桥接器
4：涡街流量计
5：电表
6：脉冲计数型

lastActive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报时间

nickname

该节点昵称

organization

该节点所属的组织的名字

prepayment

当前预付费的值，仅对预付费类型的仪表有效。体积单
位为升，电表单位为瓦时。当表读数超过这个值时，节
点会自动关闭阀门或者断开电闸

reading

当前表读数。体积单位为升，电表单位为瓦时

rssi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行时 LoRa 信号的 RSSI 值

sn

该节点的序列号，可以用来记录电表等表壳上的序号，
以方便 devEUI 与表的对应

snr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行时 LoRa 信号的 SNR 值

uptime

该节点开始上电运行的时间点

valve

该节点阀门状态，值为“open”、“close”

version

该节点软件版本号，低 12bit 有效，每 4bit 表示版本的
一部分，比如十进制的 312，对应 16 进制的 138，表示

的版本号为 v1.3.8

4.9 往 App 显示列表添加一个节点
该接口调用可以往当前登录的 APP 账号里添加一个节点，添加成功后，获取 APP 账号
节点显示列表时会返回这些添加的节点。
项
接口
请求参数

说明
POST /api/app/devlist
{
"sn": "0800000040000004"
}

请求参数说明

要添加的节点的序列号，该序列号可以是 device EUI，

sn

也可以是表体的序列号。如果是表体的序列号，管理员
需要提前设置好映射关系
应答参数

{
"admin": true,
"alarm": 0,
"application": "string",
"battery": 0,
"devEUI": "string",
"devType": 0,
"lastActive": "string",
"nickname": "string",
"organization": "string",
"prepayment": 0,
"reading": 0,
"rssi": "string",
"sn": "string",
"snr": "string",
"uptime": "string",
"valve": "string",
"version": 0
}

主要应答

admin

对该节点是否有管理权限

参数说明

alarm

报警标志位，从高位到低位分别为：
bit7: 系统重启报警
bit6: 电池电量低报警

bit5: 余额用尽报警
bit4: 防盗感应报警
bit3: 阀门关闭报警
bit2: 无法接收到下行数据
bit1-0: 保留
application

该节点所属的应用的名字

battery

该节点的剩余电池容量。仅对电池供电型的有效

devEUI

该节点的 device EUI

devType

该节点硬件类型，类型定义如下：
0：带阀控的气表
1：脉冲输入型仪表
2：水表
3：RS485 桥接器
4：涡街流量计
5：电表
6：脉冲计数型

lastActive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报时间

nickname

该节点昵称

organization

该节点所属的组织的名字

prepayment

当前预付费的值，仅对预付费类型的仪表有效。体积单
位为升，电表单位为瓦时。当表读数超过这个值时，节
点会自动关闭阀门或者断开电闸

reading

当前表读数。体积单位为升，电表单位为瓦时

rssi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行时 LoRa 信号的 RSSI 值

sn

该节点的序列号，可以用来记录电表等表壳上的序号，
以方便 devEUI 与表的对应

snr

该节点最后一次上行时 LoRa 信号的 SNR 值

uptime

该节点开始上电运行的时间点

valve

该节点阀门状态，值为“open”、“close”

version

该节点软件版本号，低 12bit 有效，每 4bit 表示版本的一
部分，比如十进制的 312，对应 16 进制的 138，表示的
版本号为 v1.3.8

4.10 从 App 显示列表删除一个节点
该接口调用可以从当前登录的 APP 账号里删除一个节点，删除成功后，获取 APP 账号
节点显示列表时就不会返回这个节点。该接口并不会从 LoRaWAN 服务器删除该节点，节点
依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仅仅是 APP 上不在显示而已。
项
接口

说明
DELETE /api/app/devlist/{devEUI}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devEUI

应答参数

{}

主要应答

无

要删除的节点的 device EUI

参数说明

4.11 获取一个节点的信息
该接口获取一个指定节点的信息。
项
接口

说明
GET /api/app/devlist/{devEUI}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应答参数

devEUI

要获取的节点的 device EUI

{
"devEUI": "string",
"sn": "string",
"devType": 0,
"organization": "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nickname": "string",
"reading": 0,

"prepayment": 0,
"valve": "string",
"battery": 0,
"alarm": 0,
"version": 0,
"rssi": "0",
"snr": "0",
"uptime": "string,
"lastActive": "string",
"admin": true
}
主要应答

参数说明同“往 App 显示列表添加一个节点”一节所述。

参数说明

4.12 修改一个节点的信息
该接口可以设置某个节点的某个参数的值。
项
接口
请求参数

说明
PUT /api/app/devlist/{devEUI}
{
"devEUI": "string",
"id": "string",
"value": "string"
}

请求参数说明

devEUI

要修改的节点的 device EUI

id

修改的参数 id，有效的有：
sn：序列号，比如表体的序列号
nickname：昵称
reading：表读数
prepayment：预充值的值
valve：开/关阀门
interval：节点数据上报的时间间隔
pulse：设置节点的当前脉冲数
unit：设置节点的脉冲当量，一个脉冲表示多少值

value

参数值，具体含义跟设置的哪个参数有关，以下为可能
有歧义的几个参数值的说明：
reading：表读数，整数，体积流量的单位为升。该值设
置会被服务器缓存直到节点上报时才下发，所以可能会
有比较长时间的延迟才会更新
prepayment：预充值，整数，体积流量的单位为升，电表
的单位为瓦时。该值设置会被服务器缓存直到节点上报
时才下发，所以可能会有比较长时间的延迟才会更新
valve：控制水表气表阀门开关、电表电闸通断。有效值
为“open”和“close”。气表出于安全考虑，远程只能
关闭不能开启
interval：每隔多少秒节点上报一次表读数，单位为秒
unit：脉冲当量，比如对于水表气表，如果设置成 10，
则每一个脉冲，表读数就增加 10 升

应答参数

{
"address": "string",
"admin": true,
"alarm": 0,
"application": "string",
"battery": 0,
"devEUI": "string",
"devType": 0,
"lastActive": "string",
"nickname": "string",
"organization": "string",
"prepayment": 0,
"reading": 0,
"rssi": "string",
"sn": "string",
"snr": "string",
"uptime": "string",
"valve": "string",
"version": 0
}

主要应答
参数说明

参数说明同“往 App 显示列表添加一个节点”一节所述。

附录1：浏览器查看完整接口
首先打开 URL 为“https://sindconiot.com/admin/api”的网页，在网页上“Internal”一节
的“POST /api/internal/login”中，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点击“Try it out!”按钮进行
登录

如果登录成功，应答窗口中会显示返回的数据，登录操作会返回一个 jwt，把 jwt 的值
（双引号内部的所有字符串）拷贝到网页右上角的输入框中。该 jwt 从当前开始可以使用 24
小时，过期后重新登录一次，把新的 jwt 拷贝到网页右上角输入框

接下来，你就可以在网页上调用 RESTful 进行你的操作了

